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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彼此互相扶持、醫者的悉心醫治和輔導、

家人親友的關懷護理、社區鄰里的協助和鼓勵、

志願團體的指導支持，社會人士對疾病的認識，

以及對病患者的接受，皆有助青光眼病人康復。

這也正是康青會的建會宗旨和努力目標。

任何青光眼患者、患者家屬或有志協助康青會的

人士，歡迎加入為康青會一分子，與其他會員一

起，傳揚對抗青光眼的訊息。讓更多青光眼病人

積極面對人生，更健康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繼續

為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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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青會是一個青光眼病患者的非牟利互助組織，於一九九五年成立。

本著自助助人精神，為病友提供各類型活動，配合適當治療，

令病情得到較好的控制，並希望藉社區教育的工作，

讓市民大眾認識青光眼及護眼常識。 康青會為政府認可慈善團體，

捐款可作免稅項目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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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

發揮青光眼病友間「自助、助人」之共濟精神，

共同與疾病抗爭。

協助遭受青光眼病打擊的病人及家庭，

坦然面對疾病及促進病患者與家屬間溝通和互相適應。

加強病人對青光眼病之認識及治療方法，

令病友更能與醫生配合，從而使治療及控制眼病更為有效，

加強對視力的保護。

協助眼科醫生或有關醫療組織，向社區推廣護眼的保健常識，

及增強社會對青光眼之防治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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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度 康青會幹事會
贊助人：

曹安民教授

陳偉能醫生

池中齊醫生

何誌健醫生

李維達醫生

林順潮醫生

謝國璣醫生

李永康醫生

黎少明醫生

楊日明醫生

唐柏泉醫生

陳麗雲博士

會務顧問： 許少萍醫生

 游寶榮先生

 梁錦滔先生 (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陳萃菁小姐

健教顧問： 譚志勤先生

名譽核數師： 邱韞華小姐 (邱在光會計師行)

社工： 潘友為先生 (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主席： 廖繼成先生

副主席 (內務)： 湯麗瓊小姐

副主席 (外務)： 高秀顏小姐

秘書： 顧錦池先生

財政： 邵寶蓮小姐

總務： 鄧國輝先生

幹事： 麥梅熹小姐、許翠琴小姐

 黃植康先生、李樹坤先生

 關淑儀小姐、哈秀麗小姐

 石  偉先生、姚本輝先生

 陳家駒先生、何弘偉先生

 郭  永先生、蔡依儂小姐

 黃秀英小姐

聯絡組： 湯麗瓊小姐 (召集人)

出版組： 鄧愛芳小姐 (召集人)

探訪組： 郭麗瓊小姐 (召集人)

活動組： 姚玉玲小姐 (召集人)

義工組： 張遙琴小姐 (召集人)

後排 ： 秘書顧錦池、陳家駒、石偉、哈秀麗、鄧國輝、職員蔡光華

中排 ： 姚本輝、黃秀英、鄧愛芳、邵寶蓮、姚玉玲、麥梅熹、許翠琴、張遙琴

前排 ： 副主席高秀顏、副主席湯麗瓊、顧問許少萍、主席廖繼成、顧問游寶榮

未列席 ： 黃植康、李樹坤、關淑儀、何弘偉、郭永、蔡依儂、郭麗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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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淑賢醫生

易惠芳醫生

陳焯鴻醫生

林思泳醫生

秦學瑩醫生

葉禮邦醫生

趙懿行醫生

(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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